
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 (02)6638-9999
8 微風南山

·110/12/11(六)-12/25(六)會員全館滿千送百

·110/11/25(四)-111/01/02(日)
暖心耶誕 X'mas Garden@Taipei101
全館單筆每滿5,000送200

使用五倍券 觀景台一券雙人遊
即日起~111/4/30(六)購票享雙人平日500元/
假日700元之優惠

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 (02)8101-8800
台北101購物中心

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 (02)8780-5566
台北信義威秀影城

· 110/11/19(五)-111/1/3(一)
凡出示【2021繽紛耶誕玩台北】活動網頁
畫面，並於影城消費或購票即可獲得「威秀
寶寶周邊商品」或「電影周邊贈品」乙份
(贈品品項隨機；數量有限、送完為止)

百貨優惠
信義區

01

02

03

2F-段純貞
凡出示【2021繽紛耶誕玩台北】活動網頁畫
面並點購《雙人套餐》，即贈【炸餃子 3入】
乙份



2F- BELLINI Pasta Pasta
【振興券無限放大】2021/11/30前，持紙本 /
數位振興券支付帳單金額，即可獲得等同消
費金額 (以百元為單位 )之電子優惠券。

 電子優惠券使用期間：2021/10/8~12/30
(12/24,12/25不適用 )；優惠券使用注意事項，
請參閱票券說明。

2F- Haagen-Dazs
小丸子書包品脫 4入 1288元 含乾冰
小丸子派對組（迷你杯 6入 +雪糕 4入）
1188元 含乾冰

2F- OPPO威秀體驗店
12/12-12/14 配件加價購活動 ,購買全系列機
型可享優惠價

 (1) OPPO Enco Air真無線耳機 優惠價
 $999限量 10組 (原價 $1,999)

 (2) OPPO Enco Buds真無線耳機 優惠價 
 $599限量 10組 (原價 $1,299)

 12/18-12/24 購買 OPPO全系列機型加碼抽
OPPO Enco Air真無線耳機 *2台 (12/24現場
主持人活動抽出 )

2F-日出茶太
凡出示【2021繽紛耶誕玩台北】活動網頁畫面，
凡點購經典奶茶享免費加珍珠乙次

2F-可麗坊
消費滿 200元 送紅茶一杯

2F-漢堡王
消費滿 $499，送 5塊雞塊

2F-花蓮扁食
消費滿 300，送小菜 1份

2F-大心
凡以振興券至大心消費送「異國美味 FUN大
回饋券」每人乙張！

 憑券享有大心【任選 $250超人氣美味主食 回
饋價 $200】+【FUN大美味電子禮包 10張】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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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6號 (02)6636-9959
8 微風松高

·110/12/11(六)-12/25(六)會員全館滿千送百

04

2F-凱林鐵板燒
豪華菲力牛排套餐 (原價 760)，第二套半價
380 (套餐內容：菲力牛 +大干貝 x2+鮮蝦
x2+鮮魚）

1F- H:CONNECT
11/10起到 1/3，商品全面七折起，出示活動
網頁畫面，單筆消費再九折

1F- innisfree
於店內消費滿 800以上即可獲得「我的真萃
面膜 3片」乙份 (贈品品項隨機；數量有限、
送完為止 )

1F-狗日子
寵物鹿角帽 優惠價 590元

1F-國際名牌香水髮品
慶祝週年慶國際名牌香水髮品全館雙重送，
第一重滿 888 摸彩乙次（通通有獎或現折現
金），第二重再送滿額折價卷（下次抵用）

1F- adidas 商品全面 8折起

1F- Accessories blossom
12/1-12/30 凡購買 $599以上送聖誕包裝，
買三件享 95折優惠，滿 $1000現折 $100/
滿 $2500現折 $300/滿 $3000現折 $600



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58號 (02)7750-0888
遠百信義A13

· 

· 

110/12/3(五)-12/26(日)
憑繽紛耶誕玩台北集章畫冊+全館單筆消
費滿999元之發票，即可兌換摺疊購物袋
乙份。(限量30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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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8號 (02)2729-9699
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

110/11/25(四)-111/1/2(日)
出示繽紛耶誕玩台北宣傳物，加上全館單筆滿
500元的消費發票，即可獲得POPO CANDY
時尚果凍包乙個，限量300份。

06

出示活動頁面連結即可享有以下優惠:

7F- NARA Thai Cuisine
Happy Hour 平日一~四17:00過後 
單筆消費滿千即可以$249元/人享啤酒暢
飲(以瓶換瓶)

6F- smith & hsu
(1) 皇基時雨馬克杯禮盒組，原價1150元 
  ，推薦價978元(限量30組)。

 (2) 鮮彩鎂質瓷茶罐(梨花白)(小)，原價 
  600元，推薦價300元。(限量50組)

 (3) 凡購買商品禮券2組即贈Cream Tea禮 
  券乙張，原價2,295元，推薦價2,000 
  元。
  (以上活動恕不與其他優惠併用)

B2- 海壽司
內用、外帶單筆消費滿500元，即贈青甘
握壽司兌換乙張。(外送消費不適用。每
組/單限乙份，拆桌/單不適用，不得和其
他優惠併用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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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 (02)6636-6699
微風信義

·110/12/11(六)-12/25(六)會員全館滿千送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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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- 繼光香香雞
單筆消費金額滿200元即可以加購5元購
買地瓜球乙份，原價35元。

B2- 法國的秘密甜點
森林莓果佐起士，原價449元，推薦價
419元。(不得與其它優惠併用)

B2- 美珍香
單筆消費金額滿600元即加贈110元真空
肉乾乙包。加贈110元真空肉乾品項，以
現場為主。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

B2- 勝政豬排
單筆消費滿500送薯瓣乙份(限內用)

B2- Mister Donut
原價消費滿100元即贈送蜜糖波堤乙顆。
歡樂(耶誕)派對，優惠價兩盒100元。每
日各限量50組

B2- 香帥蛋糕
耶誕商品-芋泥燒布丁4入/盒， 限週五~週
日供應
單筆消費滿500元加贈50元貴賓券乙張。
單筆消費滿1000即可現折$100元(芋頭類
蛋糕除外)。

B2- 青鳥旅行
8入旅行盒指定A+B享二件520元
A區:經典口味、B區:真巧口味



· 

百貨優惠

台北市中正區寶慶路32號 (02)2381-6088
8 遠百寶慶店11

·集滿2個電子戳章取得電子兌換券後，憑電
子兌換券+遠百寶慶店全館單筆滿699元之
同卡號發票，再加送HAPPY GO點數100點
(限量50份/每人每ID限換乙份)
※請先申辦HAPPY GO卡

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2號 0809-093-300
8 三創生活園區

·憑繽紛耶誕玩台北集章，可至2F創Q Space
享指定商品優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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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一段39號 (02)6600-8888
8 微風廣場09

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37號 (02)6600-0999
8 微風南京10

·110/12/11(六)-12/25(六)會員全館滿千送百

·110/12/11(六)-12/25(六)會員全館滿千送百



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55號 (02)2831-2345
8 大葉髙島屋12

·卡友限定加碼：110/11/19(五)-111/1/3(一)
集滿2個電子戳章取得電子兌換券後，憑電
子兌換券及全館當日單筆消費滿1,000元，
再加贈人氣貼圖隨身瓶1份，限量200份

商圈優惠

限定

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66號 (02)2775-4706
8 同心圓水晶紅豆餅01

·活動期間｜來店消費滿250元贈送
紅豆餅1個，加碼再送百香檸檬1杯

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16巷2號 (02)2772-2885
8 法國的秘密甜點  大安店02

·活動期間｜            草莓布列塔尼$920元
．憑電子集章畫面可享9折優惠．至本店成
功兌換耶誕小禮者，加碼贈送耶誕馬卡龍
乙份 

東區商圈



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51巷34號 0938-925515
尬聊夫婦餐酒館

· 活動期間｜來店消費滿400元即贈雙醬薯
條乙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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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59號5樓之D (02)2711-9570 
8 桌遊地下城  東區忠孝店

·活動期間｜憑活動DM或宣傳畫面，現場遊
玩桌遊5人同行1人免費；現場購買桌遊享
85折優惠；企業活動諮詢另有優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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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60巷9-3號  (02)2721-1508
90sec pizza 窯烤披薩

· 活動期間｜來店消費披薩即贈飲料ㄧ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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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63巷3號 (02)2876-5632
8 Weiss Cafe06

·活動期間｜飲品全品項外帶7折優惠
．任一飲品搭配任一甜點9折優惠(不限內用/
外帶)

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16號 (02)2876-6616
8 甜典16號 Sweet 16 Patisserie07

·活動期間｜消費滿190元送美式咖啡一杯

天母商圈



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八巷21-4號 (02)2874-7989
ISM主義甜時

·活動期間｜可享耶誕小禮盒85折優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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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292號 0970-704361
周周GO玩具森林

·活動期間｜Tomica多美小汽車
指定車款特價115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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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89號 (02)2835-6956
芝玫蛋糕店

·活動期間｜購買鮮奶油蛋糕，可加贈波士
頓派乙片（香草 / 巧克力口味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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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86號  (02)2553-9883
8 樂芙莉Lovely手工貼身內著．生活織品11

·活動期間｜心情筆記精梳棉貼身背心加價購一
件300元

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61巷17-1號  (02)2556-5548
8 加彩實業有限公司12

·活動期間｜所有商品9折

朝陽服飾 材料商圈



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46巷34號  (02)2556-9807
科樂達有限公司

· 活動期間｜商品85折優惠，手染圍巾特價
優惠

14

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67巷25號  (02)2556-5561
8 昶祐有限公司

·活動期間｜全店商品累計滿300元享95折；
滿500元享9折優惠

13

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48號  (02)2555-3345
建昇蕾絲股份有限公司

· 活動期間｜消費滿500元即贈口罩減壓帶
(顏色隨機)

15

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30號B1 (02)2550-8899
8 小熊媽媽16

·活動期間｜享商品85折優惠(特價品、9折商品
除外)

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169號  (02)2559-0308
8 國泰禮品百貨有限公司17

·活動期間｜南瓜球特價一個5元

後站、華陰商圈



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54號  (02)2556-1661
東東百貨企業有限公司

·活動期間｜全店打8折優惠，憑五倍券1000
元以上再送100元回購券乙張

18

台北市大同區華陰街217號  (02)2558-9771
嗣竣貿易

·活動期間｜凡購買旅行箱贈束帶乙條，
特定品牌另贈客製化名牌

19

台北市大同區華陰街207號  (02)2558-0846
佳麗美國際有限公司

·活動期間｜消費滿3000元，即可享VIP價
(可累計) 

20

台北市大同區華陰街195號  (02)2555-8836
8 煙斗服裝21

·活動期間｜享煙斗牌經典休閒服
特價1880元，任二件3000元

台北市大同區華陰街191號  (02)2555-6758
8 黛德美飾品百貨-批發/零售22

·活動期間｜全館會員價。使用五倍券（無
須全額使用）滿1000直接現折100，另外
再送商圈禮券100元-限量30名



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31號 (02)2556-3218
百陽行後站咖啡

·活動期間｜於店內選購服飾類商品滿3000
元，即贈後站咖啡下午茶套餐乙份．於店
內憑面額200元五倍券點購2杯原味拿鐵，
可享免費升級燕麥奶拿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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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27巷15號  (02)2559-4495
金埃及企業社

·活動期間｜單筆消費滿1000元以上即送暖
暖包(5入裝)市價100元，每人限乙次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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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26號 (02)2550-0554
凱儷女鞋

·活動期間｜全館商品6折，結帳再折100
元；Polo氣墊鞋1980元，買一送一

25


